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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△△ |1i艹 ·Ⅱ△  济体钮向衤畅经济++l转轨过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

fⅡ ∴j |Ⅱ Ⅱ 发屈i目家经济实力太为提高j碲场经济模式快速形
ˉ体化供应链的引进

,Ι
改变了我国从单ˉ的货运 成,国 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已经

发展到包括产品的生产、流通和消费过程在内妁物流 结束。进入 ⒛世纪 9O年代后期苡
:莱

,由手立枷全融

体索。不同形式的一体化供应链在不同企业中的应 危机的影响和国内需求不是、|市场过刹的矛盾加剧 ,

用,使△体化供应链的管理在我囤显得愈发活跃和有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的局面和严峻挑战。当前 .我

效,未来莪昏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将日趋结合电子商务 国经济正处在△个重要的结构转换时期;在买方市场

管理及客户服务j攥矫战 国物流业特有的体制特点, 稳定形成和郾内外市场需求约束强化的环境下;现有

拓展我国物流的宵陈羧展痊阃扌△ 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支

近些年来,物流管理与物蹁数尜旗手半冬举甲季  撑能冖明{早下降。这主要是由于△产供给结构环适

因此,需要用△种新妁思维与蠛 Ⅱ从整个物流 大发展中斟家的我昏;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

系统的角度来思考我国生产
`∶

流戢 捎费等社会经济 况下告尉了短缺经济并向买疠:市场转枇:不仅反映出

活动的可持续发展。在违去计nll经济体剞下,经济活 社会生产供给能力量的增加 ,而:且:更深刻地反映了
。
动中生产和流通被当作两个彼此隔绝的要素j运输也 经济素费的质的变化。∶曰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成

被分割成许多不能有机联系的过程。现在,随着市场 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扌标志着当前我囤经济发

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,这种模式已经发生变化,生产 展已从资源约束为主转向需求绗束为主,经济发展的

和流通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:          主要障碍不仅只存在于生产领域,而且已经开始转移

到流遇和消费领域。(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国民经济快
1 我国物流发展的经济环境

速发展是由生产领域的产业资本扩张和工业化进程

经过⒛ 多年的改革开放,我国经济在由计划经 的加快来推动的。但是,处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流通

匕饿茬裟

0引 言



领域却耒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相适应,突出表现在,以

国有商业企业为流通主渠逍的地位日益削弱和商业

信用的急剧下降,以个体商贩和私营业主为主体的
“
集

贸市场
”
式流通方式正在戍为城乡日常消费品供应的

主渠道。流通行业的高度分散化经营不仅使社会商

品流逼费用增加,而且将成为生产发展与消费扩大的

障碍。

2 我国一体化物流与供应链管理

一体化物流巳幌卩dL鸭娥饮)成为⒛世纪末

最有影喃的物流趋势之一,其基本内容是指不同职能

部门之间或不同企业之间通过物流系统的合作 ,达到

提高物流效率、降低物流成本的效果。一体化物流或

物流的一体化包括 3种形式:垂直一体化物流、水平

一体化物流和物流网络。在 3种一体化物流形式申,

目前研究最多、应用最广泛的是垂直一体化物流。

2.1 垂直-体化物流

垂直一体化物流要求企业将提供产品或运输服

务等的供货商和用户纳入管理范围,并作为物流管理

的一顼中心内容。垂直一体化物流要求企业从原材

料到用户的每个过程实现对物流的管理;要求企业利

用自身的条件建立和发展与供货商和用户的合作关

系,形戌联合力量,赢得竞争优势。垂直一体化物流

的设想为解决复杂的物流问题提供了方便 ,而雄厚的

物质技术基础、先进的管理方法和逼信技术叉使这一

设想成为现实,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。

随着垂直一体化物流的深入发展,对物流研究的

范围不断扩大,在企业经营集团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,

羡国人Ⅸ泯
′
I⒒牧首先提出

“
价值铠

’
概念,并在此基

础上形成比较完整的供应链理论。供应链是指涉及

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消费者的所有环节的企业

所构成的上、下游产业一体化体系。供应链管理强调

核心企业与相关企业的协作关系,通过信息共享、技

术扩散(交流与合作)、 资源优化配王和有效的价值链

敬励机制等方法体现经营一体化。供应链是对垂直

一体化物流的延伸,足从系统观点出发,通过对从源

料、半成品和戌品的生产、供应、销售直到最终消费者

的整个过程中物流与资全流、信息流的协调 ,以此来

满足顾客的需要。所以。供应链管理是集成化管理 ,

第 30卷 第3期 猁 轺 月 球 J廴 管 么

关注的是商品的流动而不是传统观念的功能分割或

局部效率。

供应链是扩大了的原有物流系统,它不但延仲了

传统垂直一体化物流,而且超越了物流本身,充分考

虑整个物流过程及影响此过程的各种环境因素,向着。

物流、信‘息流、资全流等各个方向同时发展,形成一套

相对独立而完整的体系。

目前 ,大部分企业采取集团、
‘
墟拟企业

’
或通过

相互参股而建立的供应链战略同盟等形式,把企业化

为整体供应链的一部分,按照每位客户的要求为其提

供最大价值服务的同时,也使供应链的总效益最大化。

显然,同一供应链所涉及的企业都是相互依存的,但

现实中彼此的合作却不多。这主要是因为在整个供

应揍 卜,不可能每一环节都能同时达到利益最大化 ,

很有可能在力求整体利益最大化时,弱化某一或某几

个环节。多数时候,这些被弱化的经济实体可能得不

到满意的补偿 ,从而打击其参与供应链的积钿跬。对

此弱,点的解决方法是纵向一体化。纵向一体化一般

指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客户之间在所有权上纵向合并。

以前,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组织檬式,但现在企

业更多地注重发挥其核心业务,选其所擅长的、具有

明显优势的业务,其他属于
“
资源外购

”
,即从企业外

部采购。这时,作为被弱化的环节,相应的企业可以

从大多数其他同行企业退出本市场而获得较大的生

存空间,以及荆用规模经济等方式来解决;也可同时

将本企业定义在不同供应撩 卜,使企业同时利用不同

的供应链带来多个局部利益 ;另 外,还可以利用水平

一体化物流的横响作用,使企业利益总体上不被弱化。

2.2 水平一体化物流

水平一体化物流通过同一行业中多个企业在物

流方面的合作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和物流效率。例

如 ,不 同的企业可以用同样的装运方式进行不同类型

商品的共同运输。当物流范围相近而某个时间内物

流量较少时,几个企业同时分别进行物流操作显然不

经济,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企业在装运本企业商品的同

时,也装运其他企业商品。从企业经济效益看,它洚

低了企业物流成本;从社会效益来看,它减少了社会

物流过程的重复劳动。显然,不 同商品的物流过程不

仅在空间上是矛盾的,而且在时间上也是有差异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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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解决这些矛盾和缩小差异,必须依靠掌握大量物流

需求和物流供应能力信息的信息中心。此外,实现水

平一体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,就是要有大量的企业参

与并且有大量的商品存在,这时,企业间的合作才能

提高物流效率。当然,产品配送方式的集成化和标准

化等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。

2.3 物流网络

物流网络是垂直一体化物流与水平一体化物流

的综合体。当一体化物流每个环节同时又是其他一

体化物流系统的组成部分时,以物流为联系的企业关

系就会形成一个网络关系,即物流网络。这是一个开

放的系统,企业可自由加入或退出,尤其在业务量最

大的季节最有可能利用到这个系统。物流网络能发

挥规模经济作用的条件就是一体化、标准化、模块化。

实现物流网络首先要有一批优势物流企业率先与生

产企业结成共享市场的同盟,把过去那种间接分享利

润的联合发展成优势联盟,共享市场,进而分享更大

份额的效益。同时,优势物流企业要与中小型物流企

业结成市场开拓的同盟,利 用相对稳定和完整的营销

体系,帮助生产企业开拓销售市场。这样,竞争对手

成了同盟军,物流网络就成为一个生产企业和物流企

业多方位、纵横交叉、互相渗透的协作有机体。而且 ,

由于先进信J息技术的应用,当加入物流网络的企业增

多时,物流网络的规模效益就会显现出来,这也促使

袢会分工的深化,第三方物流的发展也就有了动因,

整个社会的物流成本会因此大幅度下降。

在我国,由 于销售环节的复杂性和信用制度的不

健全,可能还要加上像二级批发商这样的环节。同时,

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,从事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业务

和专营对消费者销售的网站也应该在供应链上有一

席之地:此外,供应链不仅包括供应链各成员之间的

物流,而且还包括信息流和资全流,在很多情况下,还

包含文件流的概念。

3 企业的供应链管理

供应链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对供应链各个环节活

动的协调,实现最佳业务绩效,从而增强整个企业业

务能力。高效的供应链设计、供应链戚员之间的信息

分享、库存的可见性和生产的良好协调会使库存量降

低、运输作业更为有效,并改善订单实现率及其他一

些关键的业务功能。当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只是单独

完善自已而不是把其目标和活动与其他部门整合在

一起时,整个链条就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表现。可见 ,

供应链各个环节之间必须进行协作才能够实现供应

链的最大优化。那么,为 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供应

链管理作为提高自身竞争优势和获利能力的驱动

力?其原因有以下5个。

3.日 产能提高

在今天的环境申,企业发现单纯依靠内部的产能

增强来改善投资收益越来越因难。供应链的成本非

常高,因 而通过改善供应链管理来实现产能提高的机

会也相当大。即便是供应链实施成本的些微减少,都

会明显影响到企业的获利能力。在我目,由于种种原

因,很少有人对供应链过程的成本作过估计。但是 ,

根据我国目前供应链环节的复杂程度和基础设施现

状,可以肯定其成本会降低 3O%~sO%,可见其改善

余地之大。

3.2 经济全球化

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壁垒的降低 ,

国际运输和通信成本的持续降低 ,使得世界各地的市

场变得更加容易进入。对于跨国企业来讲,有效的国

际供应链设计和表现可能会成为重要的区别因素和

竞争力来源。对那些想进入中国:和 已经进入中国的

跨掴
.企

业来说 ,我 国物流业服务的硬件和软件对其是

一种前所耒有的挑战,而对我国的物流企业来讲又意

味着巨大的机遇。

3.3业务要求不断变化

除了成本以外,时间也是一种竞争优势。一种新

型的竞争优势也应运而生: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

成本提供最大的价值服务。如果产品在供应链上移

动太慢,高科技和其他生命周期较短产品的制造企业

就会蒙受产品的自然耗损 ,即产品过时的沉重损失。

另外,一些企业也越来越关注将产品在竞争对手下一

个新产品开发出来之前送到消费者手中。这些因素

正促使企业采取将产品更快地推向供应链的策略,以

获得或保持其竞争优势。



3.4 客户服务水平提高

在产品成本和质量相同的条件下,为客户提供最

好服务的企业拥有竞争优势。许多客户服务功能和

供应链直接相关。按时交货、缩短订单时间、使产品

具可得性、使用户及时了解订单信J息等都和供应链的

复杂程度和实施能力息息相关。与此同时,不断发展

的产品客户化趋势也增加了供应链的复杂性。为特

定的群体客户专门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将会导

致产品种类的增加,采购和制造过程的复杂化也提高

了对相关信息量和信息流的要求。在我国,客户化定

制的需求,尤其在高科技和信息家电行业显得特别突

出,而且为了更进一步贴近客户需求,我 国
一

些领先

企业 (如电子行业知名企业科龙集团等 )都 已经开始

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有益尝试。

3.5 电子商务预期高速增长

电子商务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企业的供应链

和物流运作。我国一些领先的电子商务企业已经开

始从国外大电子商务企业的失误中汲取经验教训,纷

纷与专业的物流企业进行合作,或是结成战略联盟 ,

或是将物流部分运作外铒给他们。同时,物流企业也

纷纷出台一些针对电子商务企业的独特服务。

4 我国一体化供应链的发展趋势

在经济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双重推动下,物流业

正在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迅速转型并成为当前物

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在系统工程思想指导下,以信

息技术为核心,强化资源整合和物流全过程优化是现

代物流的最本质特征。在国际上,信息技术与标准化

两大关键技术的系统化集成应用对物流的整合与优

化起到了革命性的影响,网络规划和优化理论与方法、

自动化、智能化关键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型包装材料与

技术的应用等科技进步也对现代物流发挥明显的推

动作用,大大降低物流成本,并且在新技术平台的支

持下不断创新。

在各大物流服务商致力于寻求技术领先优势的

竞争中,现代物流技术的发展大体上呈现4个主要方

南.即物流技术装备自动化、物流运作管理信息化、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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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运作流程智能化及多种技术和软硬件平台集成化。

相对而言,目 前现代物流的信息化、集成化发展迅速 ,

在横向领域里更为普及。在纵向领域里,现代物流信

息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体化和智能化。

由于我国物流总体水平并不高,信息化程度不足

已经成为我国现代物流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。

目前,我 国物流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,产业总体规模

还比较小。根据国际研究机构估计,美 国第三方物流

市场规模约相当于全社会物流成本支出的zs%,欧洲

为3O%,亚洲的总体水平低于5%,而我国仅为2%左

右。我国现有物流服务模式基本上仍然以自营为主 ,

缺乏相应的关键技术与信J息 支持。第三方物流模式

的比重较小,水平、规模均不能令人满意,能够提供真

正意义上现代物流完整解决方案的企业几乎没有 ,而

第四方物流服务模式尚处于理论研究和探讨阶段。中

国物资储运协会对 zO0多 家物流服务企业调查的结

果显示,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能提供的综合性全程物

流服务还不足总体需求的5%,这是制约我国物流社

会化服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我国物流企业信,息化的总体水平较低,物流领域

中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和普及的程度还不高,发展也十

分不平衡 ,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物流服务的需要。中国

仓储协会公布的2∞3-zOO5年 中国物流企业信息系

统的调查报告显示,2∞3年有信息系统的占”%,无

信息系统的占41%;⒛“年有信息系统的占TT%,无

信息系统的占zS%;2∞5年有信息系统的占T9%,无

信息系统的占21%,由此看出信息系统在我国并没有

完全得到应用,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的落后仍然是我国

物流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。

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,目 前在物流企业信息的

功能模块中业务管理和查询功能模块拥有比例最高,

都在∞%以上,但市场分析和优化分析模块并没有占

很大比例(见图 1),说明其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位王

还没有提升 ,因此物流管理系统的核心模块还需进一

步完善。同时,我国物流信J息化亟需相关环境的支持。

曲于受物流管理体制的影响,我国物流业存在着各标

准体系间互相冲突、标准化程度不高、标准化适用范

围有限和实施力度不足等问题。同时,国 家在物流领

域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,各地区、各行业的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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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管理办法可操作性差,有的甚至互相冲突。物流服

务体系建设落后 ,物流技术领域缺乏具有宏观指导能

力和促进技术交流的权威机构。我国物流赖以发展

的环境大大落后于物流发展形势的要求,因 此,我 国

的物流发展应重,点抓好以下三方面工作。

1∞

80

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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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
图1 物流信息系统分析

4.1 推广信息技术

从国外发展来看,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的发展经

历了基础性的业务执行、数据采集/内部可视化、数据

连按性、供应链可视化以及复杂的供应链管理决策支

持等诸多阶段。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的系统复杂程

度越高,给企业带来的效益就越大。当前我国企业供

应链与物流一体化发展尚处于业务执行和数据采集

与内部可视化阶段之间,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管理的

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出来。我国现代物流信息化工作

的展开,要通过推进物流活动横向与纵向的集成,提

高针对具体行业与区域解决方案的水平,达到现代物

流运行质量的整体提升。

4~2 加抉标准体系建设

物流信息系统需要像纽带一样把供应链上的各

个伙伴、各个环节联结成一个整体 ,这就要在编码、文

件格式、数据接口、EDI和 GPS等相关代码方面实现

标准化,物流软件也需要融入格式、流程等方面的行

业标准,以消除不同企业之间的信,息沟通障碍 ,为企

业物流信,息 系统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。

推进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,物流集成化发菠

的横向集成最终落实在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上。通过

对各个区域内物流相关信息的采集,为生产、销售及

物流企业等信息系统提供基础物流信,息 ,满足企业信

息系统对物流公用信息的需求,支撑企业信息系统各

种功能的实现;同 时,通过共享物流信息来支撑政府

部门间行业管理与市场规范化管理方面协同工作机

制的建立。

物流公共信,息平台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整合区

域内各种物流信息系统的信息资源,完成各系统之间

的数据交换,实现信息共享,可以加强物流企业与上

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,形成并优化供应链,有利于提

高社会大量闲置物流资源的利用率,起到调配社会物

流资源、优化社会供应链、理顺经济链的重要作用。物

流信息平台的建设有利于实现与电子商务 B2B或

B2C系统的对接。良好的物流信J息 平台是与电子商

务系统高度集成的统一平台。同时,物流公共信息平

台作为政府、行业和企业间相互衔接的公共服务平台,

作为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,能够大幅

度地提高政府、行业和企业的协作水平,提高企业的

数据连按 l±和供应链可视化,普遍降低现代物流社会

总成本,提高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。

4.3 加强供应链与物流-体化建设

现代物流的纵向集成需要加强供应链与物流一

体化体系建设,强调物流的微观集成、自身集成与宏

观集成系统发展。

加强供应链与物流一体化体系建设的核心是针

对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。虽然近年来政府、行业

和企业加大了对现代物流信,息 系统的投入 ,但从实施

的总体效果来看,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物流信息系

统的总成本过高,究其原因,是因为缺乏先进适用并

且经济合理的基础性关键技术。

因此,要集中力量对现代物流关键技术进行研究

开发,降低关键技术普遍使用的整体成本,以及对现

代物流核心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 ,形成具备自主知识

产权的产品,加强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建设。关键

技术的研发主要包括针对信息采集、快速反应、管理

监控以及双向通信等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。

我国的一体化物流供应链在不断推广先进信息

技术、建设标准的物流体系和强化一体化供应链的发

展中将会日趋成熟;与 此同时,还会快速改善我国物

流总体水平不高、信‘息化水平较低的现状,并重】点投

入电子商务的开发。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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